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廣

州報道）20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昨日對粵港澳大灣區進行最後一日調

研工作。在與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和廣

東省政府交流期間，代表們提出多項

建議，包括成立由中央部委、省領導

及各市代表組成的高層次協調機制，

避免惡性競爭，達至優勢互補，也應

透過改善醫療、教育、稅制及提供便

利生活的措施，吸引並留住香港和國

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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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要重視香港科
研發展後，內地科研資金終於可以
「過河」，協助推動香港科研發
展，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亦令科研
人才及技術更受重視。身在北京訪
問的全國青聯委員、青年民建聯主
席顏汶羽趁機會到中國科學院參
觀，又寄語香港應集中精力，研究
如何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提
升香港的自身競爭力。

感慨國家創科成果
顏汶羽昨日在其fb發帖，介紹自
己是次北京之行的見聞，包括參觀
了「率先行動 砥礪奮進十八大以
來中國科學院創新成果展」。他
說，自中共十八大召開至今，國家
的科技發展，中國科學院的創新成
果更有目共睹，是次參觀令他眼界
大開眼界。
他介紹，3個展廳「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
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
展現了中科院在航天、探月、北斗
系統、生物科技、航海、工程、能

源等方方面面重大的成果。
顏汶羽大讚並有感而發：「國家

嘅科研同創新成果係全方位、應用
性強、世界領先、具突破性嘅！香
港應集中精力諗吓點樣可以善用
『一國兩制』嘅優勢，提升香港嘅
自身競爭力。」

與京創業港人交流
他並參觀了北京的「酷窩共享工作

空間」，了解一下在京港人的創業情
況，並上載了他和幾位創辦人的合
照：「呢幾位係文化產業工作者、設
計師、科技嘅創業人，每個嘅故事都

鼓勵住香港青年要擴闊眼光，要睇到
香港以外嘅市場。」
顏汶羽及幾位創辦人坦言，香港

人已經再無「絕對優勢」，要靠自
己的能力來贏得市場的認同，還說
「自強則萬強」。「我開心嘅係佢
哋組成咗一個在京港人嘅會，喺大
家生活上、創業上互相幫忙、互相
提點、互相鼓勵，好有他鄉遇故知
嘅味道。」
他說，香港人出名視野闊，做嘢靈
活性強，面對新形勢，是時候再展光
芒，把握國家發展向上的勢頭，提升
競爭力。

參觀中科院 汶羽盼港自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要提升科研水

平與效能，藉跨院校協作匯聚更多相關領域的專
家學者是其中一個關鍵。由城市大學發起、另5
所大學共同建立的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於
2009年獲國家科技部審批成立，而香港教育大
學早前亦加入作為新的成員大學，該校並斥資
1,500萬元設立「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教
大分部）」，並於昨日舉行開幕儀式，以推動海
洋污染的前沿研究。
昨日開幕禮由教大校長張仁良主持，主禮嘉

賓包括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及城大秘書
長（副校長）林群聲，以及實驗室創始主任及教
大研究講座教授（生物科學）胡紹燊。
是次為教大首間國家重點實驗室相關研究單

位，透過與香港各間大學科研人員組成協作平
台，教大將與其他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院
校成員互相補足，促進科技發展，並爭取參與國
家級的重大研究項目。而在實驗室平台下，各成
員大學的海洋污染研究專家也將共享各校相關實
驗室的儀器及設備、開展長期合作，並攜手解決
目前香港、內地、以至全球正面對的迫切海洋污
染問題。

研究污染對幼兒影響
領導教大團隊的胡紹燊指，自2016年起該校

已組織了12名來自不同領域包括環境化學、生
態學、毒理學、統計學、教育及社會經濟學等的
專家，開始海洋及污染研究。團隊最近也獲得
350萬元研究撥款，針對相關污染對幼兒的影響

開展一系列研究，包括鑑定可導致表觀遺傳及跨
代遺傳的內分泌干擾物，測定這些有害化合物於
本港環境中的含量，並透過收集尿液樣本了解相
關化合物於幼兒體內的水平及影響，藉以評估公
眾健康及社會經濟所面對的風險，同時會研發原
位檢測及去除這些物質的創新技術。
胡紹燊說，研究將可揭示在未來幾十年內影

響環境和公共衛生的有害化合物，並幫助我們採
取必要的預防措施，認為研究項目的前瞻性正好
與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使命互相呼應。
張仁良則表示，分部實驗室的成立是該校環

境研究策略領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希望結合多
元學科知識，包括科學、社會科學、政策制定和
環境教育，以應對複雜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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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分部」昨日掛
牌成立。 教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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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廣州報
道）在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交流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時，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黃
業斌表示，廣東省的立法工作要與大灣區
相適應，把大灣區一些大家認可的好做
法、好經驗上升至廣東法律。廣東省副省
長歐陽衛民指出，要破解粵港澳三地屬於
三個關稅區的障礙，推進人流、物流、資
金流、信息流等在區內便捷流動，並建議
進一步放寬香港投資者准入限制。

粵三工作與灣區適應
黃業斌希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用好是

次調研的成果，把大家所提的意見建議整
理出來，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廣
東省人大常委會和省政府提交，並承諾省
人大常委會和政府能馬上答覆的就答覆，
不能馬上答覆的，也會認真研究。
他透露，省人大常委會下一步會圍繞中

心，服務大局，為大灣區做好服務，具體
工作要做到「三個相適應」：
一是立法工作要與大灣區相適應。他指

出，廣東要先行先試、敢於先行、善於先

試，為大灣區建設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把
大灣區一些大家認可的好做法、好經驗上
升至廣東法律。
二是監督工作要與大灣區相適應。黃業

斌表示，要檢視廣東省政府部門服務水
平、投資環境、營商環境等能否與大灣區
相適應，就要加大監督力度，做得好的就
要表揚、推動，做不好的會繼續監督。
三是代表工作要與大灣區相適應。他提

到，未來會組織廣東省全國人大代表就大
灣區的建設、規劃、發展開展調研，並即
場向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辦公廳聯絡局局長孔平提出到香港「走
一走、看一看」，讓兩地代表互聯互通，
貢獻國家。

各具優勢參與「帶路」
歐陽衛民就建議促進大灣區要素流動便

利化。他表示，要扎實推進跨境基礎設施
互聯互通，推動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
鐵、蓮塘/香園圍口岸盡快投入使用，並
聚焦破解「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
條件下的體制機制障礙，深入推動投資便

利化、貿易自由化，進一步放寬香港投資
者准入限制，推進人流、物流、資金流、
信息流等在灣區便捷有序流動。
他並建議粵港兩地攜手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指香港具有獨特的經貿、金融
和專業服務優勢，國際化網絡資源豐富，
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節點和內地企
業「走出去」的重要平台，而廣東則製造
業發達，產能優勢突出，「走出去」意願
強烈，因此雙方可以在大灣區建設的助推
下，以「併船出海」、攜手共進的方式，
共同承擔「一帶一路」合作項目，分享合
作紅利。
在創新科技方面，歐陽衛民指出，香港

教育科研實力雄厚，聚集大量國際頂尖人
才，在基礎研究、資訊流通、知識產權等
方面優勢突出，而廣東具有全球最強大的
供應鏈體系，擁有國際領先的科技金融服
務環境和全國領先的孵化育成生態環境。

倡共建國際創科中心
他認為兩地可共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重點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建設，共同打造「香港──深圳──東
莞──廣州」創新走廊，實現創新鏈、資
金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為香港的科創發
展注入強勁動力。
歐陽衛民還提出要不斷提升粵港澳三地

居民生活品質，指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
鐵今年開通，中央有關部門和廣東省還將
積極出台更多便利港人在內地學習、就
業、生活的具體舉措，港人可以在大灣區
內選擇適合自己的創業、就業地點及生活
方式。

粵倡破三地關稅障礙促流動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昨日在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與廣東省人大常委會

和廣東省政府交流時讚揚，港區代表們就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出真知灼見，希望他們回
港後繼續積極發聲，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
譚鐵牛發言時表示，代表們的發言很有見

地，足證是次調研工作圓滿成功，對此表示祝
賀，並強調36名港區代表都是財富，希望代表
們把幾天來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帶回香港，
積極發聲，不單為香港的建設、大灣區的建設
及國家發展建言獻策，同時也不斷提升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作為香港社會重要團體的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廣州報道

譚鐵牛讚港區代表建言有見地
�&

灣區高層協調達優勢互補
港區代表倡便利生活措施留人才

代表昨日早上先考察億航智能公司，了解
其無人駕駛飛機的最新發展，之後與廣

東省人大常委會和廣東省政府交流，廣東省
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黃業斌、廣東省副省長歐
陽衛民、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辦公廳聯絡局局長孔平等出席。

責無旁貸促灣區發展
代表團團長馬逢國表示，大灣區建設涉及
「一國兩制」進一步深化升級，如果說香港
回歸20年以來的實踐是「一國兩制」的「2.0
版」，未來香港融入大灣區建設將可升級到
「3.0」乃至「4.0」版。身為港區代表責無旁
貸，要關注和促進大灣區發展，並就此建言
獻策。
他指出，香港是區內最國際化、法治最完
善、基礎設施和軟環境最佳、金融和現代服
務業最發達的城市，香港可以充分發揮這些
作用，頁獻大灣區建設。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與代表李應生、李君
豪、張俊勇、陳曼琪、蔡毅共同提出建議。
他們指大灣區涉及「一國兩制」，更有三個
關稅區及三種貨幣，而9個城市、兩個特區
基礎跟發展速度都不盡相同，如何發揮各自
所長、避免惡性競爭非常重要。
他們建議成立高層次協調機制，由中央部
委、廣東省領導及各城市的代表組成，而如
果要作出重大政策改變時，協調機制要吸納
包括港人在內的民意，避免在實行「一國兩
制」的香港被人小事化大。

兩地優勢互補促創科
在科技創新方面，代表團團長黃玉山就聯
同代表朱葉玉如和張俊勇提出建議。他們認
為，香港在基礎科研方面實力較強，但沒有
工業基礎、企業配套，研發能力也非常薄
弱，故兩地要發揮優勢互補的政策安排。
他們建議特區政府、教資會等透過升職、
加薪等鼓勵學者從事有經濟成果的應用研
發，並鼓勵香港、內地及國際企業在港設立
研發機構或投資科創生意。
黃玉山等並建議內地進一步優化政策，鼓
勵香港院校的精英人員到內地兼職、短期工
作或合作研發，及加大力度促使深港兩地加
快落實啟動落馬州河套的「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建設，使之盡快上馬。
陳振彬、李引泉、胡曉明及譚志源指出，
在培養人才、推動人才流通方面，大灣區企
業要改善員工待遇及企業文化，才能把員工
留住，也要與政府合作，讓人才看到工作機
會及發展前景，而外在環境如醫療也十分重
要。
他們建議參考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模式，

建設以香港模式管理的醫院，另外也應建設
更多國際學校、優化薪俸稅制。
陳勇、黃玉山、葉國謙、吳秋北、李應

生、蔡毅及王庭聰提出多項便利港人在內地
出行、生活、創業、就業等建議，包括將回
鄉證換成內地身份證或「大灣區智能卡」、
「港人港稅」、憑香港住址證明在內地開銀
行戶口、免除港人申請就業證要求等，增加
港人在大灣區發展共融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籲爭取特殊金融政策
洪為民、李引泉、李君豪和黃友嘉就關注
區內資金流動，呼籲向中央爭取特殊金融政
策和稅收政策，包括擴大資本項下容許進出
的跨境人民幣投資逐步加大現有QDIE（合
格境內投資者境外投資）的額度，以及適當
放寬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准入門
檻，並容許在境外投資人民幣本金連回報可
自由回到大灣區，之後可在同等額度下重新
離境投資。
顏寶鈴、王敏剛、霍震寰及李引泉強
調，大灣區各城市要因地制宜、科學規
劃， 因為各市各具獨特優勢，發展高新科
技應有各自的側重點，如珠海環境優美、
宜居宜業宜遊，可利用港澳醫療資源發展
醫療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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